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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衣履 夢幻優雅
一雙好的鞋子不但能帶你走得更遠，更是為整體造型加上亮點的重要關
鍵。每年這個時候，各鞋履品牌紛紛推出全新系列的平底鞋、帆布鞋、厚底
鞋，甚至近年大熱的 Slip-on 及合作系列，設計多樣化，皆因出門時直接穿
上，方便快捷，成為女士們每季的「Must Buy Item」。市面上新系列琳琅滿
目，是女士們大條道理購物的好機會，面對一系列色彩繽紛的新裝，當然需
要多買幾雙靚鞋來配襯，打造優雅的時尚造型。

文、攝（部分）︰雨文

融入馬戲團元素
今個春夏，Repetto 與你走進馬戲團的奇幻華麗國
度，推出一系列具糖果、夢幻、馬戲團元素的春夏系
列。新系列採用馬戲團場地的夢幻元素，表演者的動作
服飾互相輝映，相互襯托下表現美學元素，帶領觀眾進
入美麗的奇幻境地。
新一季的鞋款設計受到堂皇華麗的馬戲表演場地啟
發，着重裝飾和美感，運用了形狀及大小不一的蝴蝶
結、交叉扣帶等不同配搭，包含了夢幻和優雅的元素，
適合於日常搭配。
今次，品牌融入馬戲表演元素的 SS19 系列，靈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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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糖果色系及馬戲團的特別色彩，一眾繽紛色彩匯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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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無限配搭，糖果色系的 Cendrillon 以彩虹色澤登場，
透現出馬戲團表演者服飾的華麗多姿，還有像 Elephant grey、 Monkey brown、 Lion、 Clown、 Fauve、
Acrobat、Magic及Gala等，猶如一場熱鬧繽紛
的色彩派對。
同時，今季品牌也推出全新獨家
Star 系列，靈感源自舞台佈景的主
要元素——光。在光影襯托下，
表演者一舉手一投足，猶如在空
中勾畫出面貌輪廓，如今季的
Cendrillon、 Michael 和 Zizi， 也
在「STAR」銀色閃光皮革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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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彩虹色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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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研取蕨抗氧 護膚延緩衰老
早前，源自德國天然護膚品牌
ROYAL FERN 皇家羽葉，品牌創辦
人 DR. TIMM GOLUEKE 來港宣佈
從德國「越洋播種」，植根香港 Harvey Nichols。他是德國著名皮膚科醫
生，亦是國際著名的抗衰老專家，其
所帶領之科研團隊，多年來研究蕨類
植物之特性， 發現當中蘊藏具抗衰老
效果的特殊物質，並將其命名為「皇
家羽葉」。
蕨類植物是森林中的天然儲水庫，
在自然界擁有極強的適應性，作為新
型護膚產品系列的核心要素，皇家羽
葉所屬之蕨類提取物，能有效保護肌

膚敏感細胞，減緩內外生理及環境因
素所引起的肌膚老化、促進膠原蛋白
合成，減緩膠原蛋白和彈性蛋白流
失，更可修復及預防肌膚損傷。蕨類
植物還具有調節濕度，消炎殺菌的作
用，並減少色素增生，使肌膚更顯活
力光彩。
其中王牌產品「 植物活性補水緊
緻賦活面膜 」，其天然羽葉植物提
取物、葉綠素和玻尿酸能提升肌膚緊
緻度、深度補水及煥發天然淨白，而
專利皇家羽葉精華的抗氧成分，更可
高效抵禦自由基侵害，有助延緩衰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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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城二、三期
「賞飲賞食」
MCP CENTRAL & DISCOVERY
（新都城中心 2 期及 3 期）剛引入多間食
肆進駐，坐擁 90 間人氣食肆，由特色小
店到大型人氣食府具備，成為將軍澳的美
食天堂。隨着 9 間全新食肆開幕，由即日
起至5月26日期間，商場舉行「賞飲賞食
．一影即賞」餐飲美食推廣活動，送上源
源禮遇及免費餐飲優惠。
這些人氣食府已於早前先後進駐商場
內，如四點金飯店、越之味、丸龜製
麵 、四季良晨 Cafe Mikoo＆幸福之茶研
社 Tea Mikoo 等，包攬多個地區滋味名
菜，如中、西、越、日、東南亞等美食，

讓食客日日嚐新，將傳統與創新共冶一
爐。另外，商場特別預備了潮廚必備的潮
型圍裙連手套及隔熱墊套裝，供市民換
購。

華懋商場夏日送禮
■羽葉

■護髮系列

■皇家羽葉護膚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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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 THE OUTNET 誕生十周年，品牌由昨
日起推出逾百件限量單品的限定系列，以紀念今次
重要時刻。今次十周年限定系列與不同國際品牌合
作，包含各款具標誌性的設計品牌，如 Oscar de
la Renta 、 Carolina Herrera、 Paco Rabanne、
Delpozo及Christopher Kane等。
系列中的主要單品，如Oscar de la Renta的露肩
真絲連身裙、Carolina Herrera 的腰部裝飾連衣
裙 、 Delpozo peplum 中 長 連 身 裙 、 Christopher
Kane的標誌性寶石剪裁運動衫、Adam Lippes的芥
末色絲綢西裝以及 Paco Rabanne 的金屬網狀連衣
裙等。

紅白藍海洋魅力
踏入初夏，Jipi Japa 則帶大家一起揚帆出海，在清爽寫意
的海風下一同感受品牌舒適、活力的時尚品味。全新 SS19
航海系列，以經典 Marine 格調的「紅、藍、白」色調元素
帶領並貫穿整個主題，演繹出富現代感的航海時尚。除了品
牌一向的皇牌工藝，當中不乏設計師從「海洋」及「水手」
等角色汲取的創作靈感，糅合於鞋面、鞋身等設計細節中大
放異彩，成就充滿法式風情的SS19航海系列。
例如，今季品牌把充滿海洋味道的 Espadrille 元素注入經
典超輕波鞋系列中，清新的草織綴邊不僅增添幾分陽光活力
氣息，同時帶來自然悠閒感。設計師巧妙地運用春夏大熱的
Metallic 軟皮料凝造陽光照射海浪時閃爍的視覺效果，即使
不在海邊也能從中感受滿滿的法式航海風情。
同時，品牌推出的夏季系列裡，亦繼續從浩瀚的海洋中汲
取創作靈感，帶來一系列滿載航海風格的夏日新作。設計師
在鞋身物料上破格地注入多個流行元素，如今年頗流行的
透明膠材質、時尚織帶、大熱的 Knit 物料等。而以屬於海
洋的藍、白配色打造，以柔和色彩展現海邊舒適且無拘束
的自在感覺，一身飄逸長裙不但散發出清爽柔美氣質，卻又
帶點隨性不羈的姿態，以動感演繹航海奔放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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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懋商場特別為本報讀者送出夏日禮品，禮品
為「繽 FUN 菓保冷袋及菓汁先生兩支」套裝，
名額共 8 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文匯報
印花，貼於封面背面，連同 HK$2 回郵信封郵寄
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副刊時尚
版收，封面請註
明「華懋商場夏
日送禮」，截止
日 期 ︰ 5 月 22
日，先到先得，
送完即止。

■ Christopher Kane 寶 ■ Delpozo 的 多 色 彩 間
格連身裙。
。
石運動衫配Lace
石運動衫配
Lace短裙
短裙。
。 格連身裙

MCP CENTRAL &
DISCOVERY 夏日送禮
MCP CENTRAL & DISCOVERY 特別為香
港文匯報讀者送出夏日禮品，禮品為 MCP 尚鮮
市場潮型圍裙連手套及隔熱墊套裝乙套，名額共
9 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此文匯報印花，
貼於信封背面，連同 HK$10 郵資的 A4 回郵公文
袋，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 7 號興偉中心 3 樓
副刊時尚版收，封面請註明「MCP CENTRAL
& DISCOVERY
夏日送禮」，截止
日期︰5 月 22 日，
先到先得，送完即
止。

華懋商場「Mr. Juicy開心菓Party FUN」
天暖花開，五顏六色的果實紛紛冒
頭。適逢本地果汁品牌 「Mr. Juicy 菓汁
先生」踏入 45 周年，華懋集團旗下四大
商場－翩匯坊、希爾頓中心、好運中心
及粉嶺名都商場首度帶同 Mr. Juicy，由
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舉行「華懋集團商場
Mr. Juicy 開心菓 Party FUN」，打造以香
橙、蘋果及雜果為主題之三大開心菓樂
園，帶大家影盡六大開心菓景點，加上五
個互動菓遊區域，大家更可自製 Juicy 特
飲，齊齊玩轉「創意滿 Fun 菓汁站」，實
行全城狂歡Juicy Party！
而且，Mr. Juicy 更首次光臨華懋集團

商場，舉行「Chill 萌抱抱 Mr. Juicy 見面
會」跟大家 selfie 留念。而四大商場亦準
備了全新春日限定繽 FUN 菓保冷袋，讓
大家可以盛載一支支冰涼口感的菓汁與朋
友狂歡暢聚。

